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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人 文 精 神 记 录 时 代 ·

他们的镜头下，是一个自然

与人文的世界，也是一个独特的

审美的世界。在他们眼里，时代

与社会、自我与他者，既浑然一

体，又意味深长。让我们走近他

们，体验影像里的温度,镜头下

的情怀——记忆与遗忘，时间与

速度，优雅与审美，在飞驰的时

代列车上，让我们聆听他们镜头

里的声音——

自由摄影家

，用﹃
我
﹄
的眼睛捕捉世界

冯方宇今年 37 岁，胡子拉碴，风尘仆仆，
整天挎着他硕大的相机走街串巷。1999 年
从南师大美术学院毕业后，冯方宇做了 8 年
广告设计工作，然后就开始了自由摄影家生
涯。他的镜头聚焦于南京明城墙、陵墓石刻、
民国建筑，还经常开着车全国各地到处跑，遍
及河南、河北、辽宁、北京、陕西等地，专门拍
摄陵墓、石刻、园林。慢慢地，年轻的冯方宇
开始有了一种“历史感”，他的镜头语言捕捉
着关于时间、速度、记忆、遗忘的秘密。几年
前，他开始拍摄沪宁铁路区间站，这是一个文
化情结，更是一种人文使命。

沪宁铁路于 1908 年 4 月 1 日全线通车，
当时线路全长 311 公里，由上海北站至南京
下关站，沿途共设车站 37 个。1928 年至
1949 年，因南京是民国首都，该线路曾被称
为“京沪铁路”，是长三角重要经济动脉。解
放后，作为全国最繁忙的铁路之一，沪宁铁路

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冯方宇小时候经
常乘坐沪宁线火车，长大后更是经常沿着这
条路线出差，“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座座小站，
或精致整洁，或凌乱破旧，但都有自己的个
性，仿佛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当冯方宇将
镜头对准它们的时候，记忆一下子苏醒过来：
苏州望亭站，是日据时期的站房，花木婆娑中
一间小巧玲珑的木屋，清雅而质朴；上海黄渡
站，淡黄色外墙，金黄色坡顶，端庄而内敛；镇
江高资站，花格窗、重木门、水泥墙，其“乱搭”
风格带有特殊年代的影子；常州新闸站，青砖
黛瓦，小巧玲珑，破旧之中带着一种历史的沧
桑⋯⋯冯方宇沿着这条铁路线，追逐着一个
个区间站，仿佛寻访故乡久违的朋友。

然而，任凭冯方宇脚步匆匆，相机咔嚓
声不断，也无法追赶这些小站消失的速度，

“很多小站几年前还在，再去的时候就不见
了”，说起这些，冯方宇怅然若失。改革开放
以来，在历次火车提速以及多条高铁通车之
后，这些区间小站相继结束了客运使命，有
的被废弃，有的被拆除，原先因车站而集结
的经济圈、生活圈失去了吸引力，乡镇经济
中心转移，人群迁徙，经济与社会生态发生
了巨大改变。

作为一个自由摄影家，冯方宇常常是“独
行侠”，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用镜头和
历史对话，与时间赛跑。“摄影是一门遗憾的
艺术，稍微迟一点，很多东西就从眼前溜走
了，永远也没有了，你无法补救，更无法复
原。这些老火车站，作为历史遗存，很有价

值。”在冯方宇的记忆中，无锡硕放站边有一
条老街，那条马路就叫车站路，当年理发店、
杂货摊、小饭馆、洗澡堂应有尽有，非常繁华，
而这一切，随着硕放站的停运，几乎一夜之间
消失了；常州戚墅堰站，是红屋顶，西式建筑，
很漂亮，说拆就拆了，因为对面就是高铁站；
丹阳陵口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特
色，2008 年左右还完好保留着，后改成仓库，
去年终于还是被拆掉了。“其他如苏州浒墅关
站、上海安亭站、常州横林站，都不可避免地
被拆除了。时代在发展，我们不可能让这些
老建筑都能完好地保留下来，但我的镜头要
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忆，一个见证！”冯方宇认
真地说。

几年当中，冯方宇沿着沪宁铁路拍摄了
二三十个区间站，他的镜头自然还伸向了小
站周边的风貌，城市、乡村、个体、人群⋯⋯冯
方宇举例说，多年前，这些小站边的居民可以
在区间站乘车，几块钱的车票就可以去邻近

城镇串门。晃晃悠悠坐着慢火车，每到一站，
都可以停留几分钟，此时乘客可以下车透透
气，或者探窗买上几盒当地的特色小吃：苏州
的卤汁豆腐干，甜而不腻，用牙签插着品尝，别
有风味。无锡的肉骨头、面筋包，是实惠的送
礼佳品；到了镇江，水晶肴蹄拌香醋，人间至上
美味⋯⋯

当人们坐在高铁上疾驰而去时，沿途的风
景倏忽而过，人们总是来去匆匆直达目的地，
却失去了慢火车时代的审美。“我仿佛那个中
途下车的人，逐站寻访沿途城镇乡村，提醒人
们被忽略的风景。这些安宁的存在，仿佛一句
呼唤：‘请慢点走，等一等你的灵魂’。”冯方宇
还提醒人们注意“生长”与“消失”的关系：那些
高铁与老站并置的土地，仿佛两个时代的并
存，新时代在生长，旧时代在消失；高铁线路拔
地而起，农耕村庄退出舞台，“我们欢迎时代的
进步，不过，我们还应该经常看看过去!”

本报记者 贾梦雨

拍摄老站，用镜头和时间赛跑

在一处山体塌方形成的土堆边缘，十来
只藏马鸡正扒拉着泥土觅食。藏马鸡是一种
濒危珍稀鸟类，体长近一米，眼眶周围是鲜艳
的红色，尾羽从紫铜色过渡到深蓝紫色，反射
着金属的光泽。“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太幸运
了”，束俊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把相机取景
框对准鸟群，一只藏马鸡正腾飞而起，我轻轻
按下快门，定格了动感瞬间！”

束俊松在爱德基金会工作，负责灾害管
理项目，汶川、玉树、鲁甸等灾区都留下他奔
波的身影，他还是江苏观鸟会的网管，观鸟、
拍鸟是他的一大爱好。拍藏马鸡发生在
2011年底，他刚为玉树囊谦县藏族牧民发放
完光伏发电设备，就在返程路上得到了这样
的“善报”。救灾和观鸟原本毫不相干，却同
时发生在束俊松身上，他既对自然的破坏力
充满敬畏，又对天地的造化无比着迷——每
只鸟都是自然交响的一个音符，美得动人：
鹰、雕类猛禽像杀手一样酷，它们目光冷峻，
动作彪悍；鹳、鹤类涉禽就像模特，身材修长，

动作优雅；画眉、绣眼等鸣禽是大自然的歌唱
家，叫声婉转动听。很多鸟身披五彩斑斓的
外衣，美得让人惊叹。

江苏观鸟会有一群观鸟达人，他们在拍
鸟时“也是蛮拼的”，鸟友“老钱”为拍普通秧
鸡，在臭水里守了 5 个小时；鸟友“hao”在盛
夏连续20多天拍水雉孵蛋，观察大鸟如何为
鸟蛋遮阳、洒水降温。束俊松所拍图片很多
来自灾区，更多地启发人们如何与自然相
处。去年 7 月，他在湖南绥宁水灾灾区与一
户人家调查座谈，那家的房子塌了一面墙，然
而房檐下还有一窝燕子，大燕子飞进飞出哺
育雏燕，雏燕则张开小黄嘴叽叽喳喳叫个不
停，给这个受灾的家庭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束俊松激动地拍下了这个温馨的场景，这一
幕象征着成长与希望，基金会2015年台历把
这张照片印作封面，赠送给各界爱心人士。

拍鸟圈里有自己的行规，束俊松告诉记
者，外出拍摄时，衣服要尽可能与环境一致，
比如去树林里穿迷彩，去海边穿素色衣服，以
免惊扰鸟儿；不要用喂食的方法引诱鸟儿，以
免人的行为改变鸟类习性；一定不要惊扰育
巢期的鸟儿，以防大鸟弃巢导致幼鸟饿死
⋯⋯然而一些为了追求画面感而不顾鸟儿安
危的做法还是会不时出现，2 年前日本歌鸲

（qú）、长嘴鹬、红翅绿鸠等鸟儿迁徙经过上
海，一些摄影者不仅长枪短炮地骚扰，还用食
物引诱，甚至用大头针将面包虫钉在树上。
后来，一只日本歌鸲被发现死在拍摄地附近
的水桶内，引发圈内反思。束俊松说：“拍鸟
对拍摄者的品德有要求，与照片的清晰和漂
亮相比，鸟儿的安全，大自然的和谐永远是第

一位的，那种惊飞鸟群拍大场面，用铁丝拴住
老鼠诱拍猫头鹰，为追求画面修剪鸟巢环境
而引来捕食动物，都是不道德的。”

这些年来，束俊松在德阳拍过红嘴鸥，在
绵阳拍过鹪鹩，三去玉树拍过黑颈鹤、高山兀
鹫，还在印度拍过红领绿鹦鹉和，在斯里兰卡
拍过黄嘴鸫鹛，但是最难忘的是2011年在海
南鹦哥岭参与绯胸鹦鹉的全球同步调查，全
球鸟友同时搜索绯胸鹦鹉的行踪，以确定这
种鸟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3 天时间里，
调查者们在没有路的深山密林里徒步、露营，
每次休息时都会发现蚂蟥钻进鞋子里，吸饱
了血的身体圆滚滚的，虽然长时间的步行让
人疲惫不堪，绯胸鹦鹉也一直没出现，但他用
镜头记录下了45种鸟类，每次翻看这些记录
都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

在束俊松的相册里，一组小云雀的照片最
让他伤感。南京九龙湖原本有一片大草坪，人
们在那里玩航模、放风筝，一群云雀飞上飞下。

然而束俊松2013年故地重游时，发现那里已经被
围挡变成了一片大工地，只有两只云雀还在周边
的泥巴地上活动，随着工程的推进，云雀终将失去
这片家园。城市的扩张在拓展人类的生活范围
时，却压缩了鸟类的栖息地。千鸟齐飞的壮观景
象原本在南京七里河很常见，但数百亿的投资造
城，已使得七里河无鸟可观。每年迁徙季，总有大
批水鸟聚集在金牛湖、石臼湖等几片水域，有人说
是环境好了，鸟儿回来了，但其实是更多的鸟类栖
息地被破坏，鸟儿们没有更多的选择。

“最初观鸟，是因为对大自然感兴趣；最初
拍鸟，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我看过这些鸟，有
图有真相”，束俊松说，但是现在，他最想表达
的是，鸟儿很美，但养育它们的大自然很脆弱，
经不起人类不加节制地侵占和索取，“在人类
社会，灾区会得到救助，但别忘记，大自然也在
受灾，也需要救助，地球不仅属于人类，也是鸟
儿和其他所有生物的家园。”

本报记者 王宏伟

每一只鸟，都是自然交响的音符

“日寺小兀”这个名字，在“昆虫”圈子里
名气很高，网络上流传的不少昆曲剧照都出
自他手。网上赫赫有名的“日寺小兀”长啥
样？当记者见到郭峰时，一下子很难把眼前
这个1988年出生的大男孩，跟网友心目中的

“摄影大师”联系起来。
“我的网名‘日寺小兀’其实是繁体字的

‘时光’拆成的。”郭峰解释说。学中文出生的
郭峰现供职于一家事业单位，从事着跟文艺
完全不搭界的工作，但在网上，他是个百分百

“文青”——昆曲铁杆票友兼昆曲摄影师。
“不瞒你说，我从小没啥昆曲基因，小时候

看到戏曲频道是要换台的。”出生于苏州的郭
峰打趣道。2004年，白先勇在内地积极推广
昆曲，唤醒了年轻人对于昆曲的关注。郭峰清
楚地记得，自己读大学时，被白先勇青春版《牡
丹亭》的精美剧照所吸引。三天九小时的演出

视频，他盯着电脑屏幕看了一整天。软软糯糯
的苏白，婉转细腻的唱腔，优美典雅的身段，让
他彻底“沦陷”。机缘巧合，大学毕业后郭峰来
到南京工作。此后，省昆但凡有演出，郭峰几
乎场场不拉，每次都不忘带上他心爱的相机。

舞台上，昆曲角色百变。美丽多姿的旦
角、英俊潇洒的小生、勇猛刚健的武生、滑稽诙
谐的丑角⋯⋯郭峰说，每个角色行当，都有流
派传承的典型特征，但要用镜头去捕捉，却并
不容易。因为昆曲追求的是雅致之美，在表演
上讲究细腻委婉，往往缺乏激烈的冲突与张
力，演员一个飞起的眼神、一片轻挥的水袖，状
态都在刹那间变化。郭峰必须紧盯着舞台上
须臾之间的场景转化，不停调整光圈，按动快
门，往往上千张照片中才能找到几张满意的。

郭峰自嘲自己是个昆曲“狗仔队”。常常从
台前跟踪到幕后，厚着脸皮跟演员套近乎，省昆
新生代演员如施夏明、单雯等，因为年龄相仿，
很快成为了朋友。“镜头和拍摄对象的距离，就
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彼此信任和熟稔，
郭峰的镜头常常能凑到演员脸颊边，抓拍他们
上彩、贴片子的瞬间。这些幕后“私家珍藏”，很
快在年轻“昆虫”间流传开来。郭峰最难忘的一
幕，是去年18位大师参演的大师版《牡丹亭》北
京上演，70多岁高龄的张继青压轴演出，郭峰提
前钻进后台抓拍。化妆时，张继青大师显得紧
张焦虑，她刚动完手术不久，临上场前得扶着椅
子使劲喘气。结果一上场，她仿佛忘记了万千
病痛，依然是舞台上最耀眼的角儿。郭峰说，张

老师在幕后那一刻，自己心疼到不忍心去抓拍。
这两年，昆曲的戏迷多了，演出多了，新戏

也多了。每逢上海、苏州、北京、天津、武汉有
大型昆曲演出，郭峰都会杀将过去。一个相机
再加几个镜头塞进背包，足有一二十斤。除了
累不说，费用也不低。光是摄影器材，就已投
入近十万，再加上车票、戏票和食宿费，花销不
菲。一场戏结束，还得连夜把照片挑选出来，
制作好发到网上，搞到凌晨是家常便饭。对朋
友们的各种挪揄，他坦言“这是真爱”。

郭峰说，端着相机看戏，其实是从取景器里
“看”，跟戏毕竟隔了一层。唯有一次，在北京拍演
出，舞台下方设置了地灯。“我对画面是有洁癖的，
不喜欢舞台上有乱七八糟的灯光影响。”郭峰索
性放弃拍摄，专心听起戏来。当演到《冥誓》时，一
句“画中人梦中人眼中人，岂不就是我心中人”的
唱词，让他真正入戏了，感动到眼睛酸酸的。

到如今，郭峰拍摄的昆曲照片，已经存了几
十个硬盘。有策展人邀他办展，郭峰婉言拒绝
了。他反思说，自己目前的戏曲摄影大多是台
前的舞台照、幕后的化妆，大同小异，接下来面
临的是怎么去突破。“以人文纪实为题材，融入
自己的思考，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让公众体会
昆曲之美。”现在，郭峰经常端个小板凳守在侧
幕，想抓住演员上场前人与角色之间的调整、切
换的刹那状态。这种戏如人生与穿越时空的错
觉，有时候让他陷入如梦如幻的恍惚。他想努
力尝试，能否把这种难以捉摸的意境，用照片定
格住。接下来，郭峰说还想搞些创意摄影，希望
能表达昆曲在当今时代的困境和突围。

郭峰从2012年夏天开始跟拍省昆新排的昆
剧大戏《南柯梦》，从练乐、响排、彩排一直拍到首
演，并陆续跟拍了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演出。
郭峰说，这出戏的拍摄投射了自己很多情感寄
托，即将开始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他也准备
去拍摄。“有梦的人生才美”，他说，昆曲也是他的
一个梦，《南柯梦》中的淳于棼最终梦醒了，但自
己，希望一直能做着记录这个时代昆曲好昆曲人
的美梦。 本报记者 顾星欣

顶级“昆虫”，留住你每一刻的曼妙

冯方宇

苏州望亭站

束俊松

郭

峰

单

雯

藏马鸡


